
2022-11-0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tudies Aim to Find Long COVID
Treatment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8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covid 16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 in 16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7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long 1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望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9 that 11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10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naltrexone 9 [næl'treksəun] n.环丙甲羟二羟吗啡酮（麻醉药拮抗药）

12 said 9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13 at 8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14 ldn 8 Licensed Dietician/Nutritionist 注册营养学家

15 are 7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16 as 7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17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8 by 7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19 has 7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0 or 7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21 treatments 7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2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 problems 6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4 study 6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5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drug 5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27 he 5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28 she 5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29 symptoms 5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30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31 body 4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32 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33 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34 dose 4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35 effects 4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36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7 it 4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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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low 4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人
名；(英、德)洛

39 nichols 4 n.尼克尔斯

40 pain 4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41 patients 4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42 recover 4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43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44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5 trials 4 n.审判( trial的名词复数 ); （对能力、质量、性能等的）试验; 测试; 比赛

46 used 4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7 about 3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48 all 3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49 anti 3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50 company 3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51 drugs 3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52 have 3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53 infection 3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54 inflammatory 3 [in'flæmətəri] adj.炎症性的；煽动性的；激动的

55 On 3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56 opioid 3 ['əupiɔid] n.[生化]阿片样物质；类鸦片

57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58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59 studies 3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60 suffering 3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61 this 3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62 treat 3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63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6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5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6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67 addiction 2 [ə'dikʃən] n.上瘾，沉溺；癖嗜

68 aim 2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69 alcohol 2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70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71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72 application 2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73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74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75 but 2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76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77 clinical 2 ['klinikəl] adj.临床的；诊所的

78 concentration 2 [,kɔnsən'treiʃən] n.浓度；集中；浓缩；专心；集合

79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80 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81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82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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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84 grant 2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85 her 2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86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87 inflammation 2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88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89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90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91 lambert 2 ['læmbət] n.朗伯（亮度单位）

92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93 learned 2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94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95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96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97 might 2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98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99 more 2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100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01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02 one 2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103 properties 2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104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05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06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07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108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09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10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11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12 sleep 2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113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114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15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116 tested 2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117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118 thinking 2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11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20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21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12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3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24 younger 2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125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26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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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28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9 addictive 1 adj.使人上瘾的

130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31 admission 1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132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133 advise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劝告者；指导教师（等于advisor）

134 advisers 1 [əd'vaɪzəz] 班主任

135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36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37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38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13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0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41 ann 1 [æn] n.安（女子名）

142 antiviral 1 [ˌænti'vaɪrəl] adj. 抗病原体的

143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44 arbor 1 ['ɑ:bə] n.[植]乔木；凉亭；藤架 n.(Arbor)人名；(英)阿伯

145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46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4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148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49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50 Birmingham 1 ['bə:miŋəm] n.伯明翰（英国一座城市）

151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152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53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154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55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156 chase 1 [tʃeis] vt.追逐；追捕；试图赢得；雕镂 vi.追逐；追赶；奔跑 n.追逐；追赶；追击 n.(Chase)人名；(英)蔡斯；(法)沙斯

157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158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159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160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61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62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163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164 compound 1 n.[化学]化合物；混合物；复合词 adj.复合的；混合的 v.合成；混合；恶化，加重；和解，妥协

165 concentrate 1 ['kɔnsəntreit] vi.集中；浓缩；全神贯注；聚集 vt.集中；浓缩 n.浓缩，精选；浓缩液

166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67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68 confirm 1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169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70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71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72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3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74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75 Crohn 1 n. 克罗恩(美国医生；克罗恩病以其命名)

176 cured 1 ['kjʊəd] adj. 治愈的 动词c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7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78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79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180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81 doses 1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182 Dublin 1 ['dʌblin] n.都柏林（爱尔兰共和国的首都）

183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84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85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86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87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188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89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90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91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92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93 fatigue 1 [fə'ti:g] n.疲劳，疲乏；杂役 vt.使疲劳；使心智衰弱 vi.疲劳 adj.疲劳的

194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95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96 fibromyalgia 1 [,faibrəumai'ældʒi:ə] n.纤维肌痛；纤维组织肌痛

197 finalized 1 ['faɪnəlaɪz] vt. 完成；确定，最终确定

198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199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20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01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20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03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204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205 gov 1 abbr.政府（goverment）

206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207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208 headaches 1 n. 头痛；头疼；棘手的局面（headache的复数）

209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210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11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212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213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1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15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16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17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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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219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20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21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222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22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24 initiative 1 n.主动权；首创精神；新方案；倡议 adj.主动的；自发的；起始的

225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 tː] 美 ['ɪnstɪtu tː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226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27 jack 1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
228 jarred 1 英 [dʒɑ (ːr)] 美 [dʒɑ rː] n. 广口瓶；坛子；刺耳声；震动 vi. 发刺耳声；不协调；震荡；冲突 vt. 扰乱；震动

229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30 julie 1 ['dʒu:li] n.朱莉（女子名）

231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32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233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234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35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236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237 lauren 1 n.劳伦（姓氏）

238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39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4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41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42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43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244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245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46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247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48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49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50 mg 1 abbr.毫克（milligram）

251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252 milligrams 1 n.毫克（千分之一克）( milligram的名词复数 )

253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54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55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56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57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
258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59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60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61 neuro 1 n.神经

262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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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64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65 nutritional 1 [nju:'triʃənəl] adj.营养的；滋养的

266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67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68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69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70 opium 1 ['əupiəm] n.鸦片；麻醉剂 adj.鸦片的

271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272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273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74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275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6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77 pills 1 [pɪl] n. 药丸；药片 v. 服用药丸；把 ... 制成药丸；<俚>投票反对

278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79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80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81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82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283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284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85 proposals 1 [prə'pəʊzlz] 建议

286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87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8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89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90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291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92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93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9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95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96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29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98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99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300 reverse 1 [ri'və:s] n.背面；相反；倒退；失败 vt.颠倒；倒转 adj.反面的；颠倒的；反身的 vi.倒退；逆叫

301 sajad 1 萨贾德

302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303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04 sclerosis 1 [skliə'rəusis] n.[病理]硬化，[医]硬化症；细胞壁硬化

305 seizure 1 n.没收；夺取；捕获；（疾病的）突然发作

306 seizures 1 ['siː ʒə] n. 捕捉；夺取；占领；(疾病）突然发作 名词seizure的复数形式.

307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308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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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9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310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311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12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13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314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315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316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17 some 1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318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19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320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21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322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323 steroid 1 ['sterɔid, 'stiə-] n.类固醇；[有化]甾族化合物

324 steroids 1 ['stɪərɔɪdz] n. 甾族化合物；类固醇 名词steroid的复数形式.

325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326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27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328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9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0 supplements 1 ['sʌplɪmənts] n. 补充物；增刊 名词supplement的复数形式.

331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32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333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334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335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336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3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8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339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40 thinning 1 ['θɪnɪŋ] n. 稀释；冲淡；削去；修磨 动词th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4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4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3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344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45 tiredness 1 ['taiədnis] n.疲劳；疲倦

346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47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348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49 unconscious 1 [,ʌn'kɔnʃəs] adj.无意识的；失去知觉的；不省人事的；未发觉的

350 uncontrolled 1 英 [ˌʌnkən'trəʊld] 美 [ˌʌnkən'troʊld] adj. 不受抑制的；不受控制的；自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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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352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353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54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5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56 Vancouver 1 [væn'ku:və] n.温哥华（加拿大主要港市）

357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358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359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60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61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362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363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64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365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366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6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8 will 1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369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70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371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2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373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74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37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76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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